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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海口市秀英区安仁山的永贵石场毁坏
公益林、开采石料（2012年安仁山已被
划入公益林区），在玉凤水库上游汇水
区，直线距离约一公里处，形成一个十
多米深的巨大石坑。如果继续砍树挖
石，将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

海口市秀英区狮子岭国家高新工业区
违规引进海口明邦实业有限公司、海口
和泰呈祥洗涤服务有限公司、海口金得
利洗涤服务有限公司，三家洗涤公司共
同使用一台15吨位的大型锅炉，平常或
下半夜偷偷使用木板、木片或木块作为
锅炉燃烧材料，由于燃烧不充分排出浓
浓黑烟，伴有油漆的恶臭味。三家洗涤
厂的废水未经过有效处理排入市政管
道。三家洗涤公司共用锅炉配制的大
功率引风机、洗衣设备、烘干设备、烫平
设备等未做隔音消声处理，作业时产生
噪音。

三亚市三亚湾度假区龙海一号下海通
道濒海左边未经国家批准占用海岸线
及沙滩人行道建设设施，目前设施严重
破裂造成排污系统受到破坏并将污水
直接排入大海。

三亚东锣岛海上游乐有限公司在东锣
岛填海造陆、建设码头，修建房屋和道
路，破坏海洋生态环境。

琼海市龙湾港琼海东展贸易有限公司
未取得主管部门审批，在龙湾港建立码
头中转库，将污染废料及洒落的散料直
接冲入大海，极大的污染了当地水源及
海洋资源，生产作业时噪音很大，车辆
运输过程尘土飞扬，对当地造成极大的
环境污染。

琼海市万泉镇镇政府大楼旁的瑞祥家
具厂生产产生的油漆味对周边居民产
生影响，生产、生活污水排入文曲大洋
灌溉水渠，污染水质。该企业为逃避督
察检查，7月14日至8月14停产一个月。

万宁市国营东兴农场东风队附近海南
万宁富万兴建材公司距离居民区仅200
米，为规避监管，每天晚上 12点开始作
业，开山打炮产生噪音，十多台碎石机
器均是露天施工，造成灰尘漫天飞，严
重影响周边居民，周围橡胶园和槟榔园
内树木全都被覆盖厚厚的山石粉尘。
2017年12月向市信访办反映，承诺三个
月内解决，至今没有一点动静。

万宁市礼纪镇国家稀土高岭土和砂土
遭偷采，造成千亩良田无法耕种，破坏
绿地生态。1.华盛公司取得 500亩开发
砂土项目后，未按照合同履行职责，不
断扩大土地范围偷采国有稀土高岭土，
从 2012 年至案发时间共偷采高岭土
1100万吨。2.礼纪镇农联村委会五崛村
从 2012 年底以来偷采 800 亩地的稀土
300万吨和砂土 1000万吨，偷挖到地下
十多米深采砂土。3.礼纪镇农联村委会
上埇村在已被征用的华润希望小镇生
产基地 500 亩土地偷采砂土 800 万吨。
4.莲花村自 2012 年至今偷采稀土高岭
土 500万吨，砂土 1000万吨。5.礼明村
委会 2012 年至今，偷采高岭土 300 万
吨，砂土 750 万吨。6.三星村委会村民
自2011年至今偷采砂土900万吨。7.兴
隆农场 44队自 2010年以来偷砍 300多
亩油毛松和橡胶树后偷采砂 500 多万
吨。8.填埋恢复中弄虚作假，用垃圾土、
带有毒气的废品放在底层，然后再用砂
土盖上。

澄迈县永发镇永发大桥江南段，有一个
采砂场 24 小时作业，影响周围居民生
活；超出挖沙范围偷挖沙，破坏生态环
境；运输砂子的车经常盖不严实，在高
速路上掉落砂石，容易引起交通事故。

永发镇铂锐石场，在作业过程中没有任
何环保措施，无喷淋设施，堆料无遮盖，
生产线上的输送带无遮盖，扬尘对周围
的污染很严重，机器作业过程中噪声很
大，怀疑工业废水乱排。

琼中县百花岭水源地保护区上游建设
旅游开发项目，建有酒店、招待所及别
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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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核实情况

2019年8月1日接件后，海口市秀英区委常委、副区长吴腾越带队，秀英区副区长李传家、市林业局、市资规局秀英分局、国土执法大队、区农业农村局、石山镇等主要负
责人前往石山镇美安村核查中央环保督查办件办理情况。
（一）对原澄迈美鼎编织袋有限公司调查情况
经查，原澄迈美鼎编织袋有限公司违法犯罪行为已予惩处。2013年2月17日，郭明辉借用原澄迈美鼎编织袋有限公司的名义，通过挂牌竞拍的形式取得了海口市秀英

区石山镇美安建筑用玄武岩采矿权，并于同年5月17日办理了采矿许可证。由于澄迈美鼎编织袋有限公司经管范内没有采矿权，2013年8月1日，郭明辉以海口虹泰生建
材有限公司的名义与石山镇安仁村委会安仁村民小组签订《荒山租用协议》，租用安仁村民小组在采矿权范围内的荒山，协议签订后，在被租用荒山上种植树木的安仁村村
民便自行将自己种植的树木砍伐。

2013年8月，郭明辉在没有办理征占用林地审批手续的情况下，以海口虹泰生建材有限公司的名义开始平整土地并建起碎石机对石场进行开采。2013年9月20日，秀英
区农林局派员到现场调查并向海口市林业局报告。2013年10月19日，海口市森林公安局向海口虹泰生建材有限公司送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该公司停止
毁林开采的违法行为。收到《责令停止违法法行为通知书》后，郭明辉仍以海口虹泰生建材有限公司的名义继续开采。在开采过程中，海口市土地测绘院对海口虹泰生建
材有限公司用地界线共进行了二次测量:2014年3月11日，经海口市土地测绘院测量，海口虹泰生建材有限公司用地界线测量总面积为29.25亩，根据海口市石山镇土地利
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年)核算规划地类，该项目用地涉及规划林地面积为27.02亩。2014年8月6日，经海口市土地测绘院测量，海口虹泰生建材有限公司用地界线测
量总面积为68.94亩，根据海口市石山镇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图(2010-2020年)核算规划地类，该项目用地涉及规划林地面积为68.94亩。2014年9月12日，海口市森林公安
局新海林区派出所向海口虹泰生建材有限公司送达《责令停止违法行为通知书》，责令其停止毁林开采的违法行为。
另查明，经海南省林业科学研究所调查评估:海口虹泰生建材有限公司采石场使用土地位于海口市石山镇美安村委会安仁村外的火山玄武岩石头荒山上，该采石场用地面
积为69.5亩。石场已回填土并复垦种植桉树54亩。（上述调查情况来自海口市秀英区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2016）琼0105刑初18号，详见附件8-1至附件8-3）
（二）对海口永贵石料有限公司调查情况
2016年4月，海口永贵石料有限公司在取得采矿权的基础上，对采矿区内非林地区域进行了采矿;2018年11月对采矿区林地范围内开采矿石。该公司是 2016 年 4 月取

得采矿权证，采矿区范围内原有的 21.0673 公顷公益林地，是由 2012 年 7月省政府审议通过的《海南省公益林保护建设规划(2010-2020)》确定的。由于不符合2017年4月
新修订的《国家级公益林区划界定办法》中确定的公益林区划范围和标准，已在2018年4月3日批准实施的《海口市总体规划（空间类2015-2030年）》中变更调整为一般商
品林地，林地保护等级为 IV级。根据海南省林业局批准海口市临时使用林地的行政许可决定（琼林地准〔2018〕30号，详见1-6），该公司在2018年11月办理临时使用林地
和林木采伐相关手续的前提下，才对批复临时使用的林地范围内开采矿石。2018年11月后开采的林地不属于公益林地，属于合法开采。

目前，该石场开采面积为320亩。在玉凤水库上游汇水区，直线距离为1.5公里，未发现举报中所说的十多米深的巨大石坑，根据在永贵石场现场查看以及石场负责人现
场反馈，因该矿区地势较低，平时矿坑仅有1-2米的积水，并没有十多米深的巨大石坑。根据采矿许可的开采深度：由98.7米至86米标高。从矿区未开采的高度往已开采
的高度俯看，会形成十多米深坑的视觉落差，但实际采矿深坑没有十多米之深，该坑将在该石场闭场前完成复垦。（详见附件10）

2019年8月1日下午，高新区管委会林一民主任、李冬青副主任、秀英区副区长陈安妮、秀英区环保局、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高新区行政监管局以及高新区综合执
法局共同参加现场调查。经实地检查和查阅有关资料。
现有少量木屑混入生物质燃料一起作为燃料燃烧，现场未见烟囱冒黑烟，未闻到油漆臭味。
项目按环评批复的要求修建沉淀池，洗涤厂的洗涤废水经沉淀池降温等预处理后，排入市政污水管网，最终排入狮子岭污水处理厂（一期）深化处理。
项目噪声源主要为厂内洗涤区及锅炉房区的洗衣机、烘干机、烫干机、折叠机、空压机等，部分设备安装在固定机座上，有一定减震效果，厂区内有一定噪声，厂界外无明

显噪声。
现场秀英区生态环境局委托海口市环保技术工程实业开发有限公司对项目的锅炉废气、排放废水、厂界噪声进行了采样监测。

设施位于三亚市亚龙湾度假区君澜假日酒店靠海一侧，由亚龙湾海底世界旅游有限公司建设，经调阅资料、现场调查，查实情况如下：（一）被举报的设施是海底世界旅游项
目的陆地上基地，建设码头和配套设施，该处的设施已于1995年经海南省政府和原海南省计划厅批准建设，但是缺少土地证和环评手续。
（二）2017年，该处设施因“杜苏芮”第19号强台风影响被破坏，目前处于停止使用状态，现场有一处已封闭的废弃雨水收集池，未发现有污水直接排入大海的情况。

（一）东锣岛码头
该码头为“三亚东锣岛交通码头项目”，项目在东锣岛北侧建设了东西两侧互抱式防波堤交通码头设施作为东锣岛开发的靠泊码头。防波堤为透水性构筑物，非填海造
陆。防波堤码头于2010年初修建，目前仅供工作人员等登岛使用。2011年5月27日，国家海洋局中国海监南海总队十支队针对东锣岛码头防波堤等工程建设非法占用海
域罚款251.1万元，公司按时依法缴纳罚款。2012年1月17日，已完成结案。
（二）岛上房屋和道路
岛上目前有一栋二层宿舍楼、一座垃圾房、一座污水处理池、23个钢结构木屋及游步道约1100米。2019年1月31日三亚东锣岛海上游乐有限公司取得《三亚市生态环境保
护局关于批复三亚东锣岛度假酒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的函》（三环生[2019]53号）。员工生活污水通过东锣岛污水管网收集后进入东锣岛污水处理站进行达标处理后用于
卫生间冲厕及绿化，生活垃圾由专人收集至东锣岛垃圾房，再运送至陆上指定的垃圾处理厂处理。2011年5月，因未经批准非法修建钢结构木屋23个及游步道约1100米，
国家海洋局中国海监南海总队十支队对三亚东锣岛海上游乐有限公司处罚款3万元，公司已缴纳罚款并结案。
（三）根据2019年海南安纳检测技术有限公司《海榆西线保港路至中心渔港及旅游综合发展片区道路改造工程（第2标段）海洋环境现状调查分析报告》显示，调查期间，东
锣岛周边站位点水质均符合第一类海水水质标准。

经调查，1、在龙湾港建设中转库的单位为琼海港隆港务有限公司，并非琼海东展贸易有限公司。该公司取得琼海市交通运输局核发的《港口经营许可证》，具备港口经营条
件；在龙湾港码头建设的中转库实为水泥筒仓，是港口建设的一个配套设施。这些水泥筒仓既是港口仓储设备，也是装卸设备一部分(连接卸船机）。2、琼海港隆港务有限
公司主要从事散装水泥和矿渣粉的装卸、仓储经营，不涉及工业生产，装卸、仓储过程中不产生废料。在水泥储库与水泥罐车装卸过程中采用伸缩管道装卸，基本无粉料泄
漏；若在装卸过程中发生意外或故障产生微量粉尘洒落时，当班人员会对洒落的粉尘清扫后再用水冲洗，确保场地的清洁卫生；冲洗的废水经过场地内的排水沟排入三级
过滤收集池，经沉淀、静置后用于场地洒水抑尘或绿化浇灌，不排入海里，三级过滤收集池沉渣交由长坡镇环保部门统一清运。龙湾港码头作业区离海岸有1公里，距最近
的村庄约有3公里，不存在将污染废料及洒落的散料直接冲入大海，极大的污染当地水源及海洋资源等问题。3、营运期噪声源主要是散装水泥卸船机的运行噪声，散装水
泥卸船机是通过螺旋和液压传动运行的。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中对项目营运期四周厂界噪声的检测，实测结果显示项目昼、夜间厂界噪声叠加值达GB12348-
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的3类标准，项目周边敏感点距离本项目较远（龙湾港码头伸出海面约1公里的人工岛，距离最近的村庄约3公里），因此项目运
营过程中对周围声环境和环境敏感点的影响不大。4、龙湾港码头作业区的道路均为混凝土硬化路面，港区入口、进港道路和码头作业区均设有禁鸣喇叭、限速、限重和限
宽等提示标志，提醒司机低速行驶，但车辆在行使过程中难以控制不产生扬尘。为做好治理车辆在行驶过程中产生的扬尘问题，琼海港隆港务有限公司安排专人负责港区
的环保工作，除了在规定的时间对作业区和道路进行清扫外，还利用洒水专用汽车，每天或不定时对码头作业区和道路进行洒水抑尘，通过有效的措施治理车辆在行驶过
程中产生的扬尘问题，不存在对当地造成极大的环境污染问题。

1、现场核查时没有闻到油漆的异味。走访附近群众，群众反映该厂于2019年春节后已停产，至目前为止未发现生产现象，也没有闻到油漆的异味。家具厂位于镇政府旁，
政府工作人员表示约半年来，基本没有生产迹象，前段时间有修修补补的迹象，近一两个月都在停产。在该厂区一墙之隔就是琼海市万泉镇政府和万泉镇派出所所在地，
万泉镇政府和派出所也从未向他们放映过类似问题。
2、家具生产工艺不产生污水，员工生活污水是经过三级池沉淀处理后定期清理外运，雨污分流。
3、该厂已停产，在做好收尾和善后工作，拆除设备和撤离人员，不存在为了规避检查而停产的问题。

2019年8月3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党组书记唐敏智带队，各相关配合部门工作人员组成核查小组前往龙贡岭采石场，对群众信访事项进行了现场核查。
1、针对龙贡岭采石场距离居民区仅200米的问题，我局委托海南恒诚测绘服务有限公司对龙贡岭采石场及周边进行测绘，经测绘，龙贡岭采石场矿区范围与东风队居民

区直线距离397米，开采口与东风队居民区直线距离443.78米，碎石加工区与东风队居民区直线距离248米。反映的问题不属实。
2、经过对海南万宁富万兴建材公司对龙贡岭石场生产情况进行调查，龙贡岭石场生产时间6:30-12:00、14:00-18:00、18:30-22:00。同时，还在晚上12点后到现场进行了核

查，没有发现该石场每天晚上12点开始作业、开山打炮的事实。反映问题不属实。
3、龙贡岭石场现有碎石机5部（首破1部、二破三破各1部、四破有2部），在高噪声、粉尘生产工段破碎工段、筛分工段均采用铁皮围挡密闭、布袋除尘装置等手段。万宁

东兴龙贡岭石场委托中介机构海南海沁天诚技术检测服务有限公司文昌分公司于2019年5月11日至5月13日对龙贡岭石场进行监测，监测结果表明噪音、总悬浮颗粒物
全部达到国家标准。与举报人所说的“十多台碎石机器露天施工，造成灰尘漫天飞”不符。反映问题不属实。

4、经现场核查，龙贡岭石场周围的树木存在少量的粉尘覆盖现象，但没有举报人所说的“树木全都被覆盖厚厚的山石粉尘”那么严重。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5、举报人所反映的“2017年12月向市信访办反映，承诺三个月内解决，至今没有一点动静”问题，经调查我局信访档案。我局曾于2017年8月21日收到省国土资源厅转

来的信访件，并及时开展调查核实工作，并依照《信访条列》有关规定，及时办理。当时由市政府王振羽副市长亲自带队，组织市国土资源局、市环保局、市林业局和北大镇
政府有关领导进行了实地调查处理。要求龙贡岭采石场采取措施，加强监督管理，做好消除或降低噪音、扬尘等污染对当地居民的影响，对噪音设备采取隔音、减震、消声
等防范措施，对扬尘（粉尘）治理要配备洒水车、雾炮机、多安装喷头等设备及时洒水，有效控制扬尘（粉尘）扩散。要求该矿山企业对出入道路进行硬化、洒水，对运输车辆
装载的石料进行遮挡，防止洒落。龙贡岭石场当时就按照有关要求进行了整改。反映情况不属实。
该信访件反映的问题部分属实。

（一）第1个诉求，经现场初步核实，华盛公司确有超区域开采的行为，莲花村委会涉及的老符、道中、良田等三个村民小组土地挖采的高岭土区域部分没有复绿到位。反映
问题基本属实。
（二）第 2个诉求，2010年，万宁市政府决定对石梅村进行搬迁。为了给石梅村搬迁安置群众配套生产用地，市政府自 2011年起启动征地程序，至 2013年止，共征用了
1095.31亩土地（其中，五堀坡514.65亩）作为石梅村搬迁群众的生产基地，并启动希望小镇平整工程，对五堀坡514.65亩土地进行平整。但由于石梅村最后没有完全搬迁
成功，被征用的该宗地便由当地村民种植农作物。五堀坡这宗土地主要以种植冬瓜为主，但冬瓜价格不稳定，若遇上价格低迷期，次年土地就不进行耕作生产，因此，给周
边个别村民带来了可乘之机，出现了非法采土、洗砂的行为。由于村民采土、洗砂是长期存在的现象，每当镇政府接到举报有人非法采砂赶到现场进行查处时，偷采人往往
已经逃离现场，且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无法核实偷采数量。案件所述的采砂范围涉及约163.5亩土地，均已完成复垦复绿，2018年10月后，没有出现偷采的现象，反映情况
部分属实。
（三）第3个诉求，经同农联村委会书记杨学岭、农联村委会支委委员黄云、农联村委会支委委员陈柳燕调查了解，农联村委会上埇坡土地（500多亩撂荒地）很久以前有挖土
的痕迹，没有发现大面积偷采行为，由于时间跨度较长，无法核实偷采数量。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四）第4个诉求，经初步核查，反映的莲花村委会偷采高岭土行为应属于华盛公司所为，没有证据指向属村委会所为，且没有存在大面积偷采砂土行为，反映问题不属

实。
（五）第5个诉求，经初步核查，没有发现礼明村委会辖区内存在非法偷采高岭土、砂土现象，也没有证据指向礼明村委会存在偷采高岭土、砂土等行为，反映问题不属实。

（六）第6个诉求，经初步核查，三星村委会老黄村存在偷采砂土现象，但采砂点涉及的约200亩土地已完成复垦复绿工作，目前难以核实偷采数量，反映情况部分属实。
（七）第7个诉求，经现场核实，以及与万宁市森林公安局了解，兴隆农场44队存在偷砍林木以及挖土的行为。市森林公安局曾于2017年查处盗伐兴隆农场44队橡胶树木
的犯罪嫌疑人陈道月、陈孝天、陈孝敏3人，涉及砍伐橡胶树木30株。其中，陈道月于2017年9月28日经万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逮捕，陈孝天、陈孝敏于2017年9月28日经
万宁市人民检察院批准取保候审。非法挖土的采砂点约25.2亩已完成复垦复绿，挖土数量难以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八）第8个诉求，经初步核查，因长期采土后留下的坑洞，存在周边群众将建筑材料堆放到坑洞里的现象，后在坑洞填复过程中对建筑垃圾进行了清理，随后才进行填复平
整，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一）澄迈县永发镇永发大桥南段，有一个采砂场24小时作业，影响周围居民生活。经澄迈县生态环境保护局施工现场噪音测量，目前该项目及周边噪音排放达标。该疏
浚点在于2019年6月1日正式开工，作业时间段为06:00-10:00,16:00-19：00，不存在24小时作业的情况。
（二）超出挖沙范围偷挖沙，破坏生态环境。经县水务局聘请海南诚业建设项目管理有限公司“澄迈县南渡江（新村园、下寮村、瑞溪下村、博罗村）疏浚工程”项目监理部施
工前，现场监督施工单位（贵州瑞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作（1.5km）疏浚范围内的施工作业区域安装水面界标浮球（水面界标浮球安装方式：以锥型混凝土预制件、块，共计
130块每块重量约为200公斤左右每间隔50米（码头位置间隔150米）沉放于水下，用绳索连接浮球并与上、下游、左、右岸界标浮球逐个形成连结），连结形成后作业船只越
界已受阻。经澄迈县水务局核实该疏浚点没有越界开采。
（三）运输砂子的车经常盖不严实，在高速路上掉落砂石，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县公安局交警队在该疏浚点正式开工时对该疏浚点进行检查和约谈提醒，责令该沙场严格遵
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确保安全、文明驾驶；县交运局对该疏浚点进行调查该疏浚点有专人负责检查运输车辆是否有运输证件和从业人员资格证件，出场时检查运输
车辆是否有效覆盖。目前暂未接报由该砂场车辆掉落砂石引发的交通事故。

（一）澄迈县永发镇潭塘村建筑用玄武岩石料矿（一期）采矿权，海南铂郡投资有限公司于2013年6月6日通过公开挂牌方式竞得的采矿权。该公司于2014年10月15日办
理了采矿许可证，证号为C4690232014107130135864，开采年限为8年，矿区面积0.2061平方公里，2015年5月4日办理了变更手续，采矿权人变更为海南铂锐矿业有限公
司。
（二）该项目已经通过环评审批和竣工环保验收。
（三）项目第一条生产线生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但第二条生产线部分屏蔽设施已经损毁。2019年8月4日现场检测发现项目场界噪声超标0.045倍～0.12倍（居民点噪声达
标）。
（四）项目验收后项目第二条生产线才建成投运，但未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估。
（五）项目生产区环保设施正常运行，但第二条生产线未完善噪声和粉尘屏蔽措施。2019年8月4日现场检测发现项目场界噪声超标0.045倍～0.12倍（居民点噪声达标）。
（六）项目食堂废水收集沟雨污分流不到位。

2019年8月5日，由县旅文局牵头，联合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县住建局、县水务局、县生态环境局、县综合行政执法局、营根镇到举报地点现场，通过询问被举报项目现场
负责人及现场勘查的方式进行调查核实。百花岭旅游综合开发项目既是省“十三五”期间重点项目、琼中重点在建招商项目，也是2016年海南服务社会投资百日大行动在
建项目，2015年和2017年分别被列为海南省重点建设项目。目前，百花岭景区已经完成景区护林防火通道，自然水系、水质治理等生态修复工程，瀑布广场、临时停车场、
景区临时大门等旅游接待基础设施均已完成，景区于2019年1月8日面向省内外游客试营业，并于2019年4月5日正式开业。截止目前，景区接待游客超过22万人次，受
到社会各界的好评，而且间接拉动县城及周边乡镇服务业的发展。

是否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属实

不属实

属实

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问题已解决。
下一步石山镇将继续跟进后续工作，并督促镇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对该石场
的巡查。

一、处理和整改措施：
（一）对租赁入园企业管理举一反三，高新区管委会将依据2019年1月印发
的《海口国家高新区租赁入园项目管理暂行办法》，进一步加强对租赁厂房
建设项目的管理，禁止环境高风险、高污染物排放的厂房租赁项目入园。
（二）8月4日下午，高新区管委会和秀英区环保局共同约谈了三家企业的代
表，进一步明确了管理要求，提出了整改措施。
（三）高新区管委会将加强对洗涤厂项目的监管。
（四）海口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高新分局下达了要求规范锅炉管理台账的《特
种设备安全监察指令书》。
二、问题解决情况

（一）已启用燃烧工艺更先进的“生物质燃烧机+燃气”的备用锅炉，以降低颗
粒物排放。减排效果秀英区生态环境局将在 8月 6日委托第三方对锅炉废
气进行监测。
（二）采取了厂房墙上安装吸音材料、封闭锅炉引风机等措施，进一步降低生
产噪音。
（三）高新区管委会将加强对洗涤厂项目的监管。园区协管员制定排班表加强
巡查和检查，并做好检查台账。将定期检测其排放废水、废气和噪声等情况。

对该处已封闭的废弃雨水收集池拆除清理完毕。现场建设设施问题按照
2016年7月1日海南省人民政府专题会议纪要《研究全省海岸带保护与开发
专项检查整治有关工作》（〔2016〕126号）明确：“关于新旧规定衔接和历史问
题的处理：按照尊重历史及原有法规政策规定的原则，做好新旧规定的衔
接，省政府已经批准同意进行项目建设的，按照省政府原批准文件继续执
行”办理。

（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已下发通知要求公司停止东锣岛一切施工建设活
动（三自然资海〔2019〕128号），目前该公司已停止建设活动。
（二）其存在问题待东锣岛确定作为“全球动植物种质资源中转基地隔离区”
后一并依法依规处理。

督促运营单位进一步加强码头现场管理，加大环保投入，改进生产技艺。

2019年8月6日，核查组对该家具厂进行了回访调查，发现业主已拆除剩余
部分机械设备并做好了生产车间的清洁卫生。本信访件已解决。

1、由市生态环境局对龙贡岭石场噪音、粉尘等加强监管，组织人员进行定
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2、由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向海南公路工程有限公司下达责令限期整改通
知，要求该矿山企业对碎石加工区旁的橡胶园、槟榔园增加安装水管喷淋设
备，最大限度降低扬尘对农作物的影响。

3、要求龙贡岭石场严格依照《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和《矿山地质环境
保护与恢复治理方案》进行开采及治理复绿。

4、切实加大宣传引导的力度，在石场周边设置警示标志。

（一）目前，华盛公司开采的高岭土矿区已全部完成填复（应填复177亩，剩余
部分原状属于水塘不以填复），并有165亩完成复绿种上菠萝、百香果等；对
开采高岭土所涉及的莲花村委会老符、道中、良田等三个村民小组组长立案
调查，于2019年6月26日给予符之伟、王和军党内严重警告处分，黄昌飞党
内警告处分。
（二）五堀坡采砂事件于2018年8月新华社曝光，现已全部完成163.5亩五

堀坡复垦复绿工作，并利用该地创建白皮冬瓜和旱稻试种示范基地，种植白
皮冬瓜、牧羊草、旱稻等，长势良好；同时对原镇委书记林凡给予党内撤职、
行政降职处分；对原镇党委副书记、镇长龙镇雄给予免职处分；对分管环保
和国土的刘军松（镇党委委员、武装部长）、蔡海江（镇人大主席）给予党内警
告处分。
（三）兴隆农场44队采砂点实际毁林挖土面积为25.2亩，现已完成复垦复

绿工作，而且树苗长势良好；该举报点曾经被记者曝光过，2017年中央环保
督察后已平整复绿。

各行政部门加强对该疏浚点日常的监督管理工作，防止发生越界开采等行
为，同时交运部门交通部门加强日常巡逻防控，严格管理运输车辆运营情
况，提前预防事故的发生。

（一）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责令该企业立即完善项目生活污水雨污分流
设施、尽快修复第二条生产线相关环保设施、并经检测证明污染物排放达标
后方能恢复使用第二条生产线。
（二）2019年8月4日，澄迈县生态环境局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该项目厂界
噪声和矿坑外排水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待出）。
根据2019年8月4日澄迈县生态环境局复查结果：
（三）该企业已完善食堂污水雨污分流设施。
（四）该企业正在对第二条生产线加装2台降尘雾炮设施，并对其他各处洒水
降尘进行维护、修复，同时在谋划修复鄂破机、筛分机等强噪声源屏蔽设施。

经现场核实，在百花岭饮用水源二级保护区内规划建设游客到访中心、热带
雨林博物馆、水资源监测站、空气监测站以及科普研学等生态旅游非营利性
公共服务设施，项目所属地块面积为 25.5亩，根据《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
治县总体规划（空间类 2015—2030）》，该地块属于风景名胜设施用地。另
外，根据琼中县土地利用现状，该地块利用现状已属于建设用地。海鼎公司
正在按照游客到访中心、热带雨林博物馆、水资源监测站、空气监测站以及
科普研学等生态旅游非营利性公共服务设施的功能对项目进行提升和完
善，满足游客需求，项目尚未对外开放。经核实，在百花岭风景名胜区水源
地保护区范围内未发现建有酒店、招待所及别墅等情况。

责任人
被处理
情况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